
新华视点
“体适能培训寒假班火热招生”“中考体育培训招生”“中考体育寒假提分”……“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一

个寒假，各种体育培训广告频频出现，体育培训十分火爆，不少孩子在假期参加了少则一两个多则三四个
体培班，一些家长为此付出数千元至上万元的费用。

1月 25日，教育部等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 深入推进
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意见》，明确要
加快建成权责明晰、管理规范、运转
顺畅、保障有力、监管到位的校外培
训监管行政执法体系，依法严格查处
校外培训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双减”
工作扎实有效。

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局近
期表态都强调了对“应试体育”的警
惕与遏止。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
枢认为，不当的体育培训会加重学
生、家长的负担，扭曲教育初衷。

一位校长算账：“初中一周3节
体育课，一学期约50节，中考体育项

目那么多，跑、跳、投掷、三大球，体育
课上只能教会学生基本技术，一个项
目要熟练、巩固、提高，必须课后坚持
训练。”体育技能形成也有“20小时
规律”，仅依靠课堂练习远远不够。

不少培训机构已与学校开展合
作，通过课后服务来为校内素质教
育提供有益补充。广州体育学院教
授韩会君认为，培训机构要与学校
形成互补，考虑多方需求，形成服务
链条。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完
善课内体育教学的内容，另一方面要
加强监管。钟秉枢表示，体育教育专
业性强，教学经验不足的教练易造成

学生损伤或影响学习兴趣，应加强师
资培训、提升教学质量。

为进一步完善课外体育培训治
理，国家体育总局2021年12月印发
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对场地
设施、课程、从业人员、内部管理、安
全等都做出明确规定。

专家认为，科学有效的监管能
让行业更加规范。同时，体育教育
也不能是暴利行业，不应成为新的
负担，未来应更多作为学校教育的
有益补充，为爱好各类运动的孩子
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
者舒静 郑天虹 王恒志）

一放寒假，北京家长杨女士就给
孩子报了轮滑和游泳班，“学科培训
少了，学校看重体育成绩，上个培训
班可以强身健体，孩子在家待着老看
电子产品也不好。”

类似想法的家长并非少数。寒假
期间，很多学生都至少参加了一项体育
培训。广州一名初三学生告诉记者，班
里有超过一半同学在校外补体育。

北京市海淀区一家武术馆的教
练说，寒假期间报名人数增长了一
倍。一名北京家长发现，此前处于兴
趣班“鄙视链”底端的武术班，原本只
有5个孩子，一周内突然增加了8名
新生。

北京的曹先生是位体育达人，工
作之余喜欢打羽毛球。他发现，德胜

门外一家球场的4块训练场地，已完
全被培训班的孩子占领。他们大多
在6至10岁之间，每班约15人。由
于人数太多，场地费也水涨船高，价
格上浮30%。

一份2022中国素质教育行业报
告分析认为，体育教育受政策利好发
展迅速，市场仍在升温。到2023年，
我国少儿体育培训市场规模预计将
超1300亿元。

很多家长不吝付出。北京多家
体培机构推出的各类课程大多为数
千元，如羽毛球培训 40节课 7980
元。北京学生小米的轮滑课一个假
期3000元，游泳私教课一小时300
元，一年至少花两三万元，但家长觉
得“为了孩子都值得”。

专家认为，体育课外培训市场迅
速扩张的背后，是素质教育意识加强
和考学功利性诉求等多重因素的共
同作用。

健康中国行动、发布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深化体教融合……近年来，一
系列政策的出台给体育市场与全民观
念带来深远影响。越来越多家长开始
接受体育是教育重要一环的理念。

南京家长朱先生平时并不怎么
运动，但希望孩子能通过运动强身健
体，培养综合素质。从幼儿园中班开
始，他就尝试让孩子接触一些体育项
目，大班就开始在外上体育培训班，
最多的时候同时报了三个项目。

近年来，各省市中考体育分值不
断上升。如云南省将中考体育分值
提高到100分，北京中考体育由30
分提高到70分。

不少家长将中考体育测试拿满
分视为“基本要求”，助推体育“补习”
走向火热。一名北京家长表示：“中
考体育成绩越来越重要，为了拿到这
些分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不少培训机构顺势推出“中考体
育”培训班。北京的一家羽毛球培训
机构推荐课程时明确：“我们每节课
都会有基础环节，里面包含发球、挑
球、高远球动作，都是羽毛球项目测
试的内容。”

寒假期间：“班里超半数同学在校外补体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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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关
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改革任务
之一是扩大建设自主权，推动建
设管理重心下移，强化建设高校
的主体意识和创新动力，为若干
高校冲入世界前列创造政策制度
环境。

从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
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看，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自主建设的学科自
行公布。

对此，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放权的主要考虑，一是两校

学科建设可不拘泥于一级学科，
建设数量在现有基础上自主确
定优化；二是对两校实行目标管
理，权责匹配，强化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急需
的领域方向，明确冲顶世界一流
的阶段性梯次目标、标志性成果
及时间节点；三是两校要建立适
应内涵建设和长远发展的自我
评价体系、内部约束机制和治理
体系。

“扩大部分高校学科建设自
主权重点是分类推动建设高校建
设体系优化和内部治理体系改

革，目标是加快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建设，打造自立自强战略科技
人才第一方阵，激发原始创新和
关键领域突破。”教育部有关负责
人说，“扩大学科建设自主权在本
质上是压任务、担责任，为的是更
好地激发高校的建设活力，而不
是给高校分层，也不是贴标签。
三部委将在后续建设中，陆续选
择具有鲜明特色和综合优势的建
设高校，赋予一定的自主建设学
科的权限。”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
者王鹏）

第
二
轮
﹃
双
一
流
﹄
建
设
高
校

及
建
设
学
科
名
单
公
布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自主建设的学科自行公布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制图/孙发强

根据公布的名单

建设学科中

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学等基础学科
59 个

工程类学科 180 个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92 个

第二轮“双一流”
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

共有建设高校 147所

记者14日从教育部获悉

确定了新一轮建设高校及学科范围

根据首轮监测数据和成效评价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按照“总体稳定，优化调整”的原则

经过“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研究

以需求为导向

以学科为基础

以比选为手段

服务创新发展 完善管理机制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有关情况解读

据悉，首轮“双一流”建设于
2016年启动，至2020年结束，各
项工作有力推进，改革发展成效
明显，但仍存在高层次创新人才
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不够精准、资源配置亟待优化
等问题。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首轮建
设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也要充分
认识到‘双一流’建设进展成效同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
匹配，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
多样化需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二轮
建设中，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战略定位，着力解决‘双一流’建
设中仍然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第二轮建设高校和建设学
科的认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首轮建设实际成效以
及各方面意见，经专家咨询，确定
了“总体稳定、优化调整”的认定
原则。“一是不作大进大出的调
整；二是需求引导下的布局调整；
三是鼓励建设高校主动对接需
求、优化学科建设口径。”

根据公布的名单，建设学科
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
基础学科布局 59 个、工程类学
科 180 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92个。

“新一周期建设高校和学科
数虽略有增加，仍然是中国庞大
高校和学科体系中的一小部分。
它们数量虽少却充满丰富性、多
样性和内在生长性，以及对整个
高等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发展的引
领性。”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史静寰说。

与首轮相比，第二轮建设名单
的一大变化，是不区分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对此，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从首轮建设情况看，一些建设
高校对“双一流”建设坚持特色发
展、差异化发展的理解还不到位，
仍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作为身份和层
次追求，存在扩张规模、追逐升级
的冲动。

“新阶段‘双一流’建设应当
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淡化身份色
彩，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引
导各高校在各具特色的优势领域
和方向上创建一流。”教育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第二轮建设名单不
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将探索建立分类
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建设体
系作为重点之一，引导建设高校
切实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关领
域、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上，创
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

赋予部分高校建设自主权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为何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第二轮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是如何认定的？

“双减”的第一个寒假，体育培训火了

记者14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关于深入推
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
学科名单，共有建设高校147所。

第二轮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是如何认定的？第二轮建设名单不区分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是怎样考虑的？为什么公布名单中没有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的建设学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回应和解读。

据介绍，首轮“双一流”建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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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发现新冠
病毒阳性感染者8例

据新华社南京2月14日电（记者刘巍巍 林
凯）记者从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
获悉，截至14日11时，江苏省苏州市“2·13”疫情
中发现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8例，其中7例为确
诊病例，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病毒初步分析结
果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溯源工作正在进行。

据苏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钧介绍，病毒初
步分析结果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相关全基因测序
比对工作正在进行中，对重点风险场所和重点人
群的排查工作亦在持续推进中。

截至11点，该市已累计追踪排查密接者429
人，集中隔离272人，正在转运157人；核酸采样
295人，已出结果222人，均为阴性。累计追踪排
查次密接者851人，集中隔离543人，正在转运
306人；核酸采样537人，已出结果266人，均为
阴性。

聚焦疫情防控

2月14日，民间艺人在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
百里奚街道内表演舞狮。

元宵佳节将至，各地群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热热闹闹迎元宵。 新华社发（高嵩 摄）

热热闹闹迎元宵

公安部交管局：

自觉抵制酒驾醉驾
违法犯罪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任沁沁）元
宵佳节前后，人民群众欢庆节日，各行各业集中开
工开业，聚餐饮酒活动增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
升，公安部交管局14日发出交通安全提醒，请驾
驶人朋友心中牢记法律底线，时刻守住安全红线，
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酒驾醉驾具有反复性、顽固性、长期性，严重
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小型客车和摩
托车驾驶人酒驾醉驾违法犯罪突出。据统计，今年
以来小型客车驾驶人酒驾醉驾违法犯罪约占查处
量的70%，摩托车驾驶人约占29%，小型客车驾驶
人酒驾醉驾导致的伤亡交通事故也在此类事故中
占比最高。

2月13日，工作人员把检测样本添加到扩增
反应板上。

连日来，为提升广西百色市德保县核酸检测
速度，多地支援的移动核酸检测车、移动方舱实验
室和气膜实验室相继投入使用，助力德保县应对
本轮疫情。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移动实验室助力
广西德保阻击新冠疫情

国家监委印发首个
职务犯罪实体认定
监察执法指导性文件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14日消息，近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在会同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研究起草了《关于办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渎职
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并正式印发施
行。这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印发的第一个针对职务
犯罪实体认定方面的监察执法指导性文件。

据介绍，意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国家法律为依据，共分八部分内容，围绕非法经营
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国有公司、企业
人员失职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等
4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明确和解决了追
诉标准、犯罪主体、犯罪地、“国家利益遭受损失”
及挽回后处置、犯罪构成的认定标准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此次印发的意见有助于准确把
握和处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渎职犯罪案件，严肃
查处靠企吃企、“影子公司”等突出问题，坚持严的
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效有力有效推动国
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